
第十九章 畫作有古怪 

昨夜府裏出了刺客，鬧得林承彥和杜氏寅時才睡去，巳時正醒來，剛剛梳洗好，

銀九就來報——  

「將軍，郡主，前頭說楊國公府的人求見。」 

杜氏打趣道：「銀九妳也糊塗了不成，是見誰啊？」 

銀九笑道：「奴婢當真糊塗了，是見郡主和將軍。」 

杜氏眸子微轉，想著難道是為了當日楊叔岱在花宴上救了夏家小娘子的事？ 

其實是沈家的小廝回府稟報沈溪石昨夜的事了，不然楊家主僕怕是都叩不響林府

的大門。 

她道：「帶去前廳裏頭，我和爺這就過去。」 

及至兩廂相見，青苧立即撲在杜氏腳下，「奴婢是青州虞家丫鬟，有要事想單獨

稟告夫人。」 

杜氏看了一眼帶著青苧前來的楊叔岱。 

楊叔岱摸了摸鼻子，「我在樊樓前救了她，她說要見杜姨，我就帶了過來。」 

見杜氏似笑非笑地看著他，楊叔岱訕訕地將這小丫鬟是徐虞氏丫鬟的事說了一

遍，末了道：「杜姨，您信我，我真沒想著看戲，就是一時心軟。」 

杜氏搖了搖頭，「你啊！」 

青苧見杜氏似有不信，膝行兩步上前，急道：「奴婢當真是青州虞家的丫鬟，自

幼服侍我家小娘子，前兩年小娘子嫁到汴京城來，奴婢才跟著來的，我家小娘子

幼時最喜歡嫁到汴京城的小姑奶奶。」 

杜氏心下一跳，虞家的小姑奶奶便是先前承恩侯府的世子夫人顧虞氏，知道她與

顧虞氏私交甚密的沒有幾個人。 

杜氏對夫君點了點頭，讓銀九扶著青苧去偏廳裏頭，見青苧又要跪，她擺手道：

「坐著說吧。」 

青苧卻是堅持要跪，「先前奴婢在楊世子跟前說了謊話，奴婢是青州虞家的人，

但是奴婢要見的不是夫人，而、而是沈樞相。夫人莫要誤會，實是此事關係我家

小娘子的性命，奴婢不敢有一點差池，還求夫人諒解，日後等我家小娘子被救出

來，奴婢願意受夫人處罰。」 

杜氏又審視了一番跟前的小丫鬟，在被徐家人追捕那般急迫的時候，還想著顧及

自家小娘子的名聲，沒有直接說要找沈溪石，而是兜了個圈子來他們府中，說明

這小丫鬟對自家主子確實忠心耿耿。 

青州虞家啊……杜氏想到在後院的顧言傾，吩咐銀九道：「將這小丫鬟帶到顧小

娘子那邊，讓她看顧一二。」又對青苧道：「左右不過是找個人來，妳且安心等

著，我讓人去請沈樞相過府來。」 

青苧又對著杜氏叩了一個頭，被銀九拉了起來，她低聲啜泣道：「奴婢代我家小

娘子謝過夫人。」 

她一個人從徐府裏偷跑出來，一直被徐府的人追，因不敢讓徐府的人知道她要去

哪，東躲西藏了兩天，眼看就要被逮回府，不想峰迴路轉，終於見到了林夫人。 



杜氏見她面容憔悴，膚色蠟黃，好像許久沒吃東西了一樣，讓采荇去廚下備點小

米粥。 

杜氏望著青苧的背影，心上猶突突的跳。 

虞家竟然將嫡女嫁給了徐家！青州虞家，那是言傾的外祖父家啊！ 

青苧走後，杜氏讓人去喊林承彥過來。 

林承彥原是陪著楊叔岱下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顧言傾和沈溪石換庚帖的事，

並藉機勸楊叔岱道：「我看你也不是真心喜歡絮兒，就別往這裏頭摻一腳了。」 

楊叔岱委屈道：「叔父偏心，就沈溪石能挑好的，我就不能看見好的不放手了？」 

林承彥冷笑一聲，「你阿爹送了我好些上等的硯臺你可知？」 

楊叔岱搖頭，就聽林承彥道——  

「他要我們做中人，哪一日待你要議親了，便由我和你杜姨去女方家說親。」林

承彥一邊說著，一邊圍剿了楊叔岱的黑子，「這哪是請我們說親，這是明著告訴

我們，看不上我們絮兒。」 

楊叔岱想不到自家阿爹竟也出面了，一時面上訕訕的。 

忽然有丫鬟稟道：「將軍，郡主請您過去一趟。」 

林承彥將手中的白子放到小罐子裏，對楊叔岱道：「世侄，你且坐著，我去去就

來。」 

楊叔岱還沒見到顧言傾，也不想走，厚著臉皮道：「叔父今兒個可要賞我一頓飯，

趕我我都不走。」 

林承彥輕斥道：「收起你的小算盤，你今兒個邁不過二門！」說著匆匆去了偏廳。 

杜氏一見他進來便歎道：「又出事了，眼下鬧得厲害的徐家二兒媳，竟是青州虞

家的小娘子，剛才那婢女帶著什麼東西逃出來了，要見沈溪石。」 

林承彥安撫了杜氏兩句，奇怪道：「青州虞家怎麼和溪石又扯上關係了？」 

杜氏深呼吸了一口氣，平靜了些才道：「我估摸著，大概還是那樁事，徐家定然

是發現了什麼苗頭。」 

「妳說這和溪石的身世有關？」林承彥不由挑了眉，雙手背在身後，踱了幾步，

又問道：「那婢女呢？」 

杜氏一顆心累得慌，倚在放了墨綠引枕的交臂黃花梨木太師椅上，按著眉頭道：

「我讓銀九帶到西跨院裏頭交給絮兒了，認與不認，就看她自己的了。我猜虞家

派人到汴京城來，怕是來查承恩侯府的事，那虞小娘子大概是在徐家發現了什麼

線索。」 

林承彥皺眉道：「妳就沒想過這婢女是來詐絮兒的？萬一是魏家或是太后派來的

呢？」 

杜氏眸子微冷，笑道：「要是這樣，便殺了吧。」 

左右在她府上，人是楊叔岱送來的，她讓楊叔岱別說出去，他自然不會說，即便

還有人知道，她諒他們也不敢明著跳出來說。 

杜氏想到昨兒個夜裏的刺客，問道：「林甲那邊審出什麼消息沒有？」 

林承彥搖頭，「沒有，是個啞巴，不識字，倒是浪費了林甲一身逼供的本事。」 



聽到是個啞巴，杜氏有些煩惱，「暫且留著吧，日後或許還有用得上的時候。」 

 

 

西跨院裏頭，醫女正在給顧言傾察看傷口癒合的情況，見上頭已經長出粉色的嫩

肉來，笑道：「小娘子這是大好了，不用再包紗布了，奴婢今日便回宮覆命。」 

換下了紗布的顧言傾頓覺渾身爽快很多，那布條勒著胸口，一直讓她有些喘不過

氣來，眼下天氣越來越熱，更是不舒服。 

她讓荔兒拿了一兩銀子給醫女作為謝儀。 

醫女搖頭道：「小娘子太客氣了，奴婢不能收。」 

顧言傾拉著醫女的手，笑道：「勞煩妳在林府裏住這麼些天，應當的。」雖說醫

女原先也不過是宮裏頭的宮女調教出來的，但是這個姓華的醫女做事嚴謹又細

緻，她私心裏十分喜歡。 

華醫女還是執意不肯，末了見實在推脫不過，只得紅著臉道：「實不相瞞，先前

沈樞相已經賞過奴婢銀錢了，奴婢已經收過一次，這一次實在是不好再收。」 

顧言傾聞此，知道她是怕事情傳到沈溪石耳裏，沈溪石怪罪，便讓荔兒拿了兩朵

珠紗宮花贈給華醫女。 

顧言傾親自將她送到了小跨院門口，眼見她走了，正準備轉身，便看到迴廊那頭

銀九帶著一個小郎君過來。 

正疑惑銀九怎地帶外男到後宅來，就聽荔兒輕聲道——  

「小娘子，您看她的喉嚨。」 

顧言傾順著她的話語望去，竟是沒有喉結的，不由笑道：「這是哪家的小娘子，

這一身打扮倒甚是俊俏。」 

青苧遠遠便看前頭那個穿了一身藕色短襖、粉緞襦裙的小娘子有些眼熟，先前聽

林夫人說姓顧，也不知道和林家有什麼關係，到了尚有一丈半遠的距離，便半蹲

著行禮道：「青苧給小娘子請安。」 

銀九伏在顧言傾耳邊低聲道：「說是青州虞家的丫鬟，她要見沈樞相，已經派人

去請了，郡主讓您先照看一下。」 

原還笑著的顧言傾未聽銀九說完便變了臉色，嗤笑道：「虞家什麼時候和沈大人

沾親帶故了？」心裏不由惴惴的，青州虞家是她外祖父家啊！ 

青苧見她不信，沒敢直起腰，低聲回道：「奴婢確實是虞家的丫鬟，一直在四娘

子跟前伺候。」 

聽她提到四娘子，顧言傾腦海裏立即浮現一個頭上戴著粉色珠花，著了一身杏黃

衫子碧羅裙的小娘子。 

那小娘子站在湖邊的柳樹下，怯怯地和她道：「阿傾，這湖裏石子滑，妳若是摔

倒了，我沒法拉妳上來。」 

每一年的夏天，她都會和娘親一起回青州小住幾日，每每她到的時候，敏敏都會

從床底下搬出一個陶瓷小罐子出來，紅著臉道——  

「阿傾，這是我這一年存的銀錢，給妳買糖吃。」 



顧言傾眼前模糊了，看向尚半蹲在地上行禮的青苧，竭力忍著喉間的酸澀，輕聲

問道：「既是虞家的，好好的怎地到了汴京城？」 

青苧察覺到頭頂上方這位小娘子的聲音有些異樣，一時有些摸不清狀態，回道：

「奴婢是陪嫁過來的，我家四娘子嫁到了徐參知府上。」 

顧言傾微抿的唇隱隱有些哆嗦，「四娘子？妳家四娘子小名喚什麼？」顧言傾屏

著呼吸，小心翼翼地問道。 

「回小娘子，我家四娘子小名喚敏敏。」 

銀九一早就發現顧言傾的不對勁，當那小丫鬟說出「敏敏」二字的時候，顧言傾

竟右手撫上了胸口，身子搖搖晃晃的。 

藿兒一把扶住了站立不住的顧言傾，急道：「小娘子您怎麼了？」 

顧言傾閉著眼，驚懼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敏敏竟然嫁到了汴京城來！那麼膽小怕人的敏敏竟然背井離鄉嫁到了汴京城，但

敏敏不是已經說好了夫家啊，她為什麼要來汴京城？顧家不在了，汴京城還有誰

能看顧她？敏敏那般怯弱的性子，又沒有家族庇佑，還不被人拆吃入腹！ 

這當兒，采荇帶著兩個小丫鬟端了換洗的衣物和小米粥來，見顧言傾臉色不對，

忙問道：「是不是扯到傷口了？」 

青苧偷偷抬眼看了面前的顧言傾一下，心上微微一窒，這位竟然、竟然有些像嫁

到承恩侯府的小姑奶奶家的小娘子！ 

想到剛才這女子還問自家四娘子的小名，青苧「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淒聲哀

求道：「傾小娘子，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小娘子！」 

顧言傾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示意荔兒將人帶到廂房裏。 

她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她是顧言傾，但是青苧卻篤定了一般，將自己和徐虞氏

在徐家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 

「前一段時間，姑爺在宮裏得了一幅畫像，特別高興，就喊我家小娘子一起品鑒，

還讓奴婢去備下酒菜，後來不知怎地，我家小娘子將姑爺灌倒了，囑咐奴婢將畫

藏了起來。」 

說到這裏，青苧眼淚珠子「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待姑爺清醒後，她騙姑爺說

昨兒個姑爺酒喝多了，自己不知道放到哪裏去了。她原就不擅說謊，姑爺自然看

了出來，打了小娘子幾巴掌，小娘子執意說不知，姑爺就拿起椅子桌子往小娘子

身上砸。奴婢原是想攔著，小娘子卻悄悄對奴婢使眼色，讓奴婢快走。」 

藿兒皺眉道：「那徐家也不是說走就能走的，妳一個小丫鬟怎麼跑得出來？」 

青苧抹了淚，「姑爺和小娘子先前感情尚好，虞家陪嫁的僕人都分到了比較好的

活計，奴婢是躲在柴房裏，由她們幫著，晚上跟著倒夜壺的一起溜出來的。奴婢

走的時候，她們說小娘子已經人事不知了。」 

顧言傾咬牙道：「是什麼畫？竟讓她不要命了！」 

「是一個女子抱著一個孩童，奴婢那晚聽姑爺說，那孩子可能、可能是沈樞相。

小娘子前一天夜裏囑咐奴婢，若是出了事，讓奴婢帶著畫去求見沈樞相，要是見

不到，就到林府來。奴婢今兒個在街上撞見了楊世子，他問奴婢去哪，奴婢怕說



去見沈樞相會影響我家小娘子的閨譽，想著小娘子說小姑奶奶和耶嘉郡主交情深

厚，奴婢便讓楊世子帶著奴婢來了林府。」 

顧言傾抹了一把眼睛，微揚了頭，哽咽問道：「畫呢？」 

青苧從懷裏掏出一張當票，「奴婢怕被別人搶走，一出徐府就去質庫典當了。」 

顧言傾接過當票看了一眼，上頭寫著「字畫一幅，五百文」，她將當票交給了銀

九，「麻煩杜姨幫忙拿回來。」 

銀九點頭。 

顧言傾讓藿兒帶青苧下去梳洗，自己尚在震驚中，難以回過神來。 

敏敏為什麼要來汴京城？她原在青州是許了人家的，是當地知州家的小郎君，那

一年她去青州還曾見過一回，長得眉清目秀，說話溫溫和和的。青州知州是外祖

父的學生，對外祖父自來敬重，定然會好好待敏敏，她還想著依敏敏這般怯弱的

性子，配著這樣的人最合適不過。 

敏敏到底為什麼要來汴京城？ 

 

 

杜氏聽銀九說完，緊緊握著林承彥的胳膊道：「慕俞，你帶著護衛親自去質庫拿，

徐家看得這般重，定然不是尋常的畫。」慕俞是林承彥的字。 

林承彥點頭，「言兒，妳放心，讓林甲跟著我去。」 

杜氏點頭坐下，忽地又站起來道：「還是不可，你若是進了質庫，被有心人看見，

又是一樁事。」 

林承彥見自家夫人已經急得慌了手腳，走過去將她按在椅子上坐好，溫聲道：「言

兒，妳不用擔心，我定然會拿著畫回來的。」 

他吩咐銀九去給夫人端碗杏仁茶過來，軟聲勸慰了杜氏兩句才走。 

杜氏打發銀九出去，自己一個人靠在太師椅上，揉著眉心，隱約想起，慕俞鄉試

奪得解元那一年，先帝時期的沈貴妃和楊淑儀邀請她到宮裏坐坐，那天已成為婕

妤的沈清薇給了她一張小紙條，讓她去宮外取一封信。 

看了那信，她才知道沈清薇生了一個孩子，託她照看一二。那一面之後，沈清薇

很快便去世了。 

沈溪石的爹爹到底是誰？為何沈清薇會將孩子留在沈家？ 

她一直以為隨著先帝去世，這些謎底不會再有答案。 

如果先帝真留下了這麼一幅畫，或許能解出謎底，不過要是已經解了出來，徐家

人也不會這般低調，便是明面上不提，也會和明遠伯府通個氣。 

但是明遠伯府眼下靜悄悄的，魏國公和徐參知接連受到御史臺的彈劾，明遠伯府

怕還在想著如何明哲保身。再有，昨夜裏尚有人惦記著絮兒的命，可知他們還沒

有從這幅畫裏得出什麼驚人的祕密，眼下還是記掛著這些兒女情長的細枝末節。 

現在首先要證明的是，這幅畫是否真的是先帝御筆，還是只是有心人的偽作。 

杜氏剛理好思緒，便聽外頭銀九道——  

「郡主，杏仁茶來了。」 



「端進來吧。」 

杜氏接過銀九手裏的茶，緩緩地喝完，整個人便完全靜了下來，吩咐銀九道：「妳

讓人去東大街的茶館裏打聽一下徐家現在是什麼情況，徐虞氏可請了太醫去

看？」 

銀九立即應下，又道：「夫人，楊世子還在府裏，您看？」 

杜氏聽是這猴兒，兀地笑道：「一會兒溪石來了，看見他在，又得較勁。妳去和

楊世子說一聲，就說丹國有一位小娘子看中了他，讓他留下來吃晚飯，我這就遣

人去都亭驛將那小娘子請來。」 

銀九抿嘴笑道：「郡主，您真是厲害，奴婢這就去。」來趙國聯姻的丹國小娘子

身分都十分尊貴，若是真有人看上楊世子，他即便不願意，怕也不得不屈服在聖

旨之下。 

他若是知道丹國小娘子看中了他，還不得嚇得再也不敢踏進林府。 

果然，前去尋楊叔岱的銀九話剛說完，楊叔岱竟是連自來不離身的扇子也忘了

拿，急慌慌地往外跑，道：「我府中尚有要事，我先走了！」 

銀九拿著扇子在廳房門口喊道：「世子，你的扇子！」 

那頭楊叔岱已經跑得沒了蹤影，壓根不記得什麼扇子了。 

銀九打開看了一眼，那扇面一面空白，一面寫了「捨得」二字，下面有小字落款，

竟是前朝大書法家歐陽詢寫的，暗道：這楊世子真是豪奢，隨手拿的一把扇子竟

也大有來頭。 

與此同時，二貴跟著自家主子跑出林府，氣喘吁吁地道：「主子，你不是去邀功

嗎，怎麼還要跑啊？」 

楊叔岱順手想拿扇子敲二貴的頭，這才發現落了扇子，卻不敢再進林府了，斥道：

「你沒聽那銀九小娘子說，杜姨要給我拉郎配啊？那丹國的小娘子個個剽悍，景

行瑜那小子被一個蕭蓁兒纏住了，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呢，丹國的小娘子

是那般好惹的嗎？」 

楊叔岱很擔心他爹娘一不做二不休，真給他娶了一個丹國的小娘子，那他後半生

的日子可就難熬了。 

至於討賞的事，楊叔岱壓根就沒有這個想法，他看林承彥和杜氏順眼，就愛幫他

們，不過一想到杜姨要塞給他一個丹國小娘子，楊叔岱瞬間蔫了，仰天長歎道：

「也不知道沈溪石走什麼好運道，絮兒小娘子那般溫柔的女子，就給他收進囊中

了。」 

二貴輕聲道：「爺，小的覺得顧小娘子沒有表面那般溫柔，您沒看到她身邊的小

丫鬟嗎？一個比一個兇悍，顧小娘子大概也是做做端淑的樣子，您要是娶回去，

保准不知道怎麼厲害呢。」 

「那小爺我也願意！」 

「您願意，人家不願意啊。」二貴暗自嘟囔道。 

楊叔岱氣得咬牙切齒，一腳踢到了二貴的屁股上，「你是爺還是我是爺？」 

「您是，您是！爺您小心腳。」 



兩人正鬧騰著，絲毫沒注意到街角的胭脂鋪子裏，夏夫人正帶著夏元珊正在裏頭

買口脂。 

不意瞧見楊叔岱，夏夫人忙喊了夏元珊，「珊兒，妳看那。」 

夏元珊抬頭往外看去，臉上忽地浮現一抹紅暈。 

夏夫人眼尖，一眼便瞧出了小姑的異樣，不著痕跡地笑道：「楊世子倒真是仁善，

待身邊的小廝也沒個主子的架子。」 

夏元珊低頭淡道：「主不主，僕不僕，才是亂家的根本。」說著又對掌櫃的道：「將

那盒玉容膏拿來給我瞧瞧。」 

夏夫人看著自家小姑有些彆扭的模樣，滿心裏都是歡喜。之前夫君還不讓她在珊

兒跟前提楊家，沒想到珊兒自己上了心。 

夫君不過從三品，在這位置上已經待了好幾年，一直不見挪動，就是因為朝中沒

有人替夫君說話。珊兒若是能嫁入從一品的國公府…… 

第二十章 徐參知裝模作樣 

林承彥很順當地從質庫裏將畫取了出來，用裝弓箭的黑布袋裝了起來，背在身

上，到家的時候，沈溪石已經在廳堂裏喝茶。 

看到他回來，沈溪石立即起身道：「不知林叔喊侄兒過來，可是出了事？」 

林承彥沒有直說，將沈溪石帶到了書房裏，讓林甲守在外面，將背上的黑布袋打

開，遞給沈溪石。 

沈溪石有些訝異，唇角微勾，「林叔可是得了好畫？」 

林承彥不答，示意沈溪石將畫軸打開。 

一個清瘦溫婉的女子映入眼簾，眉目舒展，雖笑得含蓄，但是眼神明亮，像有光

彩在閃動，這畫面莫名地揪住了沈溪石的心窩。 

隨著畫軸展開，他發現女子懷裏抱著一個孩子，孩子像是剛出生不久，眼睛微閉

著，小手伸出了襁褓，攥著小拳頭，軟軟地貼在臉上。 

往下看，左下角還題了一行小字——  

念薇，小娃撐小艇，偷採白蓮回，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 

落款是咸寧十七年。 

沈溪石拿著畫的手微微顫抖，奶娘阿曹和他說過，他娘親的名字叫做「沈清薇」。 

他忙往下頭看去，卻沒有見到任何的姓名，上頭只蓋了一方印鑒「四四方方」。 

這枚印鑒猶如天雷一樣在沈溪石心頭炸響，「四四方方」是先帝的印鑒，他曾在

御書房裏的畫上看到過。 

所以這是先帝畫的？畫上的女子是他娘，孩子是襁褓時的他？ 

阿曹說他是娘親和情人生的孩子，後來娘親入宮做貴人，只能將他留在沈府裏。 

可是為什麼又有先帝作的這幅畫？ 

林承彥見他看完，嘴角竟微微滲出血跡，像是咬緊了牙根，忙拍了他的背，「溪

石。」 

沈溪石張了口，「林叔，這畫從哪裏來的？」 

「徐家，徐虞氏讓婢女帶出來，交給你。」 



沈溪石皺眉，顯然不明白，為何虞氏要交給他？他平生和青州虞家並沒有交情，

不，他忽然想起來，為了尋找阿傾的下落，他曾經往青州虞家去過幾封信，但都

石沉大海，並沒有回信，他只當虞家人不敢再和顧家扯上關係，後來也沒有再去

過信。 

他近日聽說徐家二郎將妻子打得昏迷不醒，難道就是為了這幅畫？ 

林承彥道：「虞氏身邊的婢女現在在絮兒那裏，你自己去問吧。」 

沈溪石又望了一眼畫上明媚溫婉的女子，才仔細地將畫捲好，珍重地交給林承

彥，道：「溪石懇請林叔代為保管這幅畫。」 

林承彥接了過來，點頭道：「也好，你身邊豺狼虎豹環繞，這幅畫若是出了一點

兒紕漏，你的身世這輩子怕是解不開謎底了。」他和言兒很快就會離開汴京城，

誰也不會想到這幅畫竟留在林家老宅。 

林承彥又道：「這一次你見絮兒，順便將婚期定了吧。昨夜的刺客尚不知道是誰

派來的，我想，絮兒只有你自己守著，大概才會心安。」 

沈溪石對著林承彥作了深揖，「溪石對林叔和杜姨的恩情無以為報，願意以後和

絮兒一樣執半子禮。」 

林承彥笑道：「你倒是機敏，絮兒原本就是我們收下的女兒，你娶了她，自然是

要執半子禮的。」說著拍了拍他的背，眸中帶著審視，望著他道：「年輕的時候

總是有諸多的艱難險阻等著你去闖，溪石，按著心意走，不要顧慮太多。其實你

的身世究竟如何，對你現在的生活有多大的影響嗎？」 

他狀似說得隨意，可是沈溪石還是看出了裏頭的試探，笑道：「林叔您不用擔心，

我只是好奇生父是誰罷了，想知道當年的往事。陛下待我有知遇之恩，不論我是

誰，我都會輔佐陛下治理好趙國江山。」 

林承彥自嘲，「我也是入了俗套了。」只是到底有沒有野心，不到哪一步，誰也

不知道。 

 

 

沈溪石到後院的時候，西跨院裏頭靜悄悄的。 

藿兒在餵食廊上的畫眉鳥，見到沈溪石進來，連忙放下了手中的小圓罐子，「奴

婢見過樞相大人，小娘子在書房裏。」 

沈溪石徑直往西邊第二間房走去，只見琉璃窗被支了起來，著了藕色半臂直領對

襟褙子、煙霞色襦裙的顧言傾正坐在朱紅色的書桌前。 

她輕輕地折著剛晾乾的信箋，一抬眼便看到了站在迴廊裏靜靜地看著她的沈溪

石。 

這一次她沒有垂頭，平靜地道了一句，「你來了。」 

顧言傾已然想通，她不能再精衛填海一般一點點地慢慢往前移動了，顧家的仇恨

像個巨大的漩渦，讓她還活著的血脈至親都飽受內心的煎熬，如果在外祖父的有

生之年，她沒有查清當年的真相，沒有為顧家復仇，她難以想像外祖父要在怎樣

的遺憾中長眠。 



這些年，枉她一直以為只要自己不和虞家聯繫，外祖父和舅舅們便能從悲傷中緩

過來，承恩侯府只會深藏在她一個人的記憶裏。 

等沈溪石進去，顧言傾將裝好的信封遞給他，「幫我將這封信寄到青州。」 

沈溪石接過來，掃了一眼外封，見到「青州懷陽虞家虞子善」幾字，不由微微挑

眉。 

顧言傾輕聲解釋道：「這是我的小舅舅，虞四娘子是他的女兒。」外祖父已上了

年紀，她不敢讓他知道敏敏在汴京城的遭遇，但是青州虞家必須要來人為敏敏主

持公道。 

一想到敏敏經受了那般非人的虐打，顧言傾心裏便一陣陣的疼，敏敏本來是多麼

怯弱的小娘子啊！ 

沈溪石見她眼睛紅腫，顯然和虞家的這位小娘子交情深厚，輕聲道：「我和林叔

商量好了，這兩天便將虞家小娘子救出來。」 

顧言傾吸了吸鼻子，微微揚了臉道：「此事你不便出面，我外祖父在汴京城有許

多學生，我會以虞四娘子的名義給他們寫信。」 

自外地來京任職的官員自來講究同心協力，魯地在汴京的官員一直有著緊密聯

繫，其中又有一兩位與虞氏家族有聯姻關係，她只要寫兩封信出去，將敏敏在徐

家的遭遇詳細訴說一遍，以他們與外祖父和舅舅的關係，必然不會置之不理。 

只要暫且將敏敏換個地方安頓，請醫問藥，先好好地治著，等小舅舅到了汴京城

再和徐家清算。 

顧言傾的背脊挺直，眸光是沈溪石很久都沒有見過的堅定，一如當年她看他一

般，心下微微一動，「無論妳做什麼，我都會幫妳。」他朝顧言傾緩緩地伸手。 

顧言傾長長的睫毛微顫，望著那隻修長如玉的手，不過須臾便將自己的手伸了過

去，指尖的碰觸讓她心跳如擂鼓。 

沈溪石迅捷地將顧言傾的手抓在了手心，「絮兒，這一回我不會再讓妳走開。」 

顧言傾的手被捏得有些疼，見他眼睛裏瞬間迸發出來的光采，一時竟有些不忍心

讓他放開。 

荔兒端著茶走到了門口，看到這一幕，又悄悄地退了回去，心裏琢磨著，也許真

的是姻緣天定，小娘子和沈樞相就是註定要走到一起的。 

小跨院裏的梅花已經快謝了，一株腕臂粗的櫻花粉粉地開了一樹，一陣風過，小

小的花瓣飄了半個院子，落在已鬱鬱蔥蔥的草地上，一瓣一瓣，莫名地讓人心生

喜悅。 

 

 

徐府大門外，一輛不起眼的青布頂蓋小馬車停在了臺階下頭，徐氏戴著素色的帷

帽從馬車裏出來，墨綠色的長褙子裏是一身半舊的襦裙，十分不顯眼。 

守門的小廝微微愣了一下，才行禮道：「小的給姑奶奶請安。」 

徐氏行色匆匆，略微「嗯」了一聲，帶著貼身伺候的張嬤嬤從側門進去，徑直往

兄長的書房去。 



徐參知正在看昨日的邸報，忽地聽外頭伺候茶水的丫鬟行禮道：「奴婢見過姑奶

奶。」 

徐參知不由皺了眉，見一身半舊衣裙、一件釵飾皆無的妹妹從外頭走了進來，頓

時面色沉沉，訝然道：「妳不是陪著妹婿在家中守孝，怎麼好端端地回府來？」 

徐氏望著兄長，有些氣急敗壞地道：「若不是事情緊急，這個節骨眼我怎麼可能

出府？」見兄長似乎完全不知情，她歎了一口氣，「哥哥，外頭魯地的官員集體

聯名上書，明兒個大殿上，你怕得真的辭官了。」 

徐參知一震，顫聲道：「國公爺讓妳來的？」 

徐氏點頭，「國公爺偶然得了消息，便讓我立即來知會你一聲，提前想好對策，

不然明日大殿之上，哥哥當真百口莫辯了。」 

徐參知鄭重地點了點頭，對著徐氏作了深揖，「勞妹妹幫我多謝妹婿一聲。」 

徐氏見兄長一聽此事面上便驟然失色，心裏有些惶惶，囁嚅道：「二郎那邊，兄

長若是保不住，暫且也只得狠狠心了。兄長當以大局為重，你一步步爬到如今的

位置，可是徐家兩代人的心血……」她說到這裏，忽見兄長眼眸中泛著森寒，心

裏不由一跳，想著二郎平日裏待自己也算恭敬，若是兄長氣急，真將二郎弄了個

好歹出來，她心裏也不忍。 

徐氏萬不敢再提放棄侄兒的話，只推說魏國公府眼下被盯得緊，不敢多待，匆匆

地走了。 

出府門的時候，她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刻著「徐府」二字的黑底燙金牌匾，四周

浮雕著一百零八個形態各異的孩童，寓意多子多福。 

「多子多福？」徐氏惘然地歎了一聲，「多子多禍呀……」 

守門的小廝半蹲著身子行禮道：「姑奶奶慢走。」 

這邊徐氏一走，徐參知惦記著虞氏的傷，便起身往徐二郎的小院子裏去，還沒到

門口，遠遠地便聞到一股濃濃的草藥味。 

徐參知抬腳進了院子，發現沒有守門的婆子，院子的老梅花樹下，一個小丫鬟拿

著扇子朝小藥爐搧風，煮著藥的小銚鍋正「噗噗」地冒著水氣，鍋蓋隱有震動。 

太陽正好，曬在小丫鬟紅彤彤的臉頰上，她半瞇著眼打著盹，忽地被人從右邊踢

了一腳，尚不及「哎喲」一聲，便聽到徐參知怒喝——  

「豈有此理，二少夫人的藥也敢馬虎！」 

那小丫鬟沒想到老爺會忽然過來，怕得跪在地上顫巍巍地發抖，「老、老爺，奴

婢不是故意的，求、求老爺饒過奴婢一回。」 

徐參知皺著眉打量了下院子，發現靜悄悄的，竟是一個多餘的下人也沒有，心下

明白是下人知道虞氏不受待見，都不認真在跟前當差了。 

他問：「二郎在哪裏？」 

小丫鬟聽他忽然問徐二郎，眼珠子左右轉了一下，含糊道：「二郎君在、在……」

眼角瞥見他抬起了腿，立即告饒道：「老爺饒命，奴婢不知，二郎君一早就出府

了，尚沒有回來。」 

徐參知立即讓人出去找徐二郎。 



半刻鐘後，徐家的人從汴京城一處隱蔽的巷子裏將徐二郎找了回來。 

徐參知望著渾身酒氣的次子，恨聲道：「孽子，你惹下了這般大的禍事，竟還敢

偷溜出府！」 

徐二郎張口要解釋，一股濃烈的脂粉味便向著徐參知撲鼻而來，徐參知揮了揮

手，不耐煩地道：「虞氏那邊，太醫怎麼說？」 

徐二郎稟道：「說是再喝兩帖藥，大概便能醒過來了。」 

徐參知冷望著次子，半晌後神色凝重地道：「你快快出京，為父怕已保不住你了，

你去京郊的莊子上先住一段時間。」 

徐二郎因心中煩悶，偷溜到文人士子常去的一處花柳巷，找了見過一次的行首陪

著解悶，原想著午時便回來，可這個行首頗有手段，硬留他用了午飯，又陪著飲

酒，推杯換盞之際，徐二郎迷糊糊地應諾給行首贖身。 

既是這般，這行首更是使了十二分力氣挽留徐二郎，他由行首陪著又飲了些酒，

此時正昏頭昏腦的，聽他爹說讓他暫時避避，連忙應道：「兒子遵命！」當即命

令小廝去收拾東西。 

徐參知望著兒子渾然無覺的背影，從懷裏掏出來一疊銀票，「你且拿著。」 

徐二郎見那銀票足有半指厚，吶吶道：「爹爹，這是？」 

徐參知沒有多說，只是讓徐二郎拿著，「且有用得著的時候。」 

當天夜裏徐二郎便出了京，他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徐參知仕途上的一顆棄子。 

 

 

第二天早朝上，翰林院大學士齊深遞交魯地在京官員聯名彈劾徐參知的摺子，言

徐參知沽名釣譽，不惜千里遣媒人往青州求親，卻縱子行兇傷虞家女性命，又列

舉了青州虞家在士林的聲譽，洋洋灑灑竟有千字之多。 

陸中丞在一旁附議道：「虞氏與徐家結為姻親，本是魯地士林與京官的一段佳話，

此番徐家惡舉除有傷風化，亦動搖了汴京以南地區各地士林界對朝廷的親善之

心，陛下實不能縱此惡行。」 

青州虞家子孫三代不入仕，家中女兒、郎君卻皆與官宦人家結親，其中不乏顯貴，

譬如當初的承恩侯府。虞家經學已享譽三代，學子遍佈趙國各地，已然是士林界

不可小覷的「青州派」，一旦與虞家聯姻，便是堂而皇之地獲取了虞家在士林界

的號召力。 

徐參知與張丞相相鬥多年，一直屈於副相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張

丞相科舉出身，在士林界頗有威望，但凡上京趕考的學子，皆以請教文章為由遞

帖子上門求見，每年春闈，張家門前的帖子都是一籮筐一籮筐地往裏抬。 

是以，徐參知才會不遠千里為子求娶虞家的小娘子。 

眼下虞家嫡出小娘子被徐參知次子虐打多日昏迷不醒，性命垂危，已然是嚴重地

打了虞家的臉，青州派的學子和官員自然不會善罷甘休。 

下頭官員此起彼伏地參徐參知參得不可開交，趙元益冷眼看著，見底下沈溪石淡

然處之，絲毫不為所動，他不由暗暗皺眉，難道此事又是出自沈溪石之手？只是



徐家又沒有小郎君和他搶媳婦。 

趙元益一時找不到始作俑者，朗聲問道：「徐卿有何話可說？」 

徐參知立即脫了官帽，泣不成聲道：「臣教子無方，致小兒酒後惹下此番大禍，

小兒自知責無旁貸，昨夜已羞愧得留書出走。陛下，臣已是知天命之年，本該兒

孫環繞膝下，小兒卻因一步不慎鬧得滿朝風雨。如今天下事大定矣，臣深感年已

老邁，願賜骸骨，尋我小兒。」 

言下之意，他兒子不過醉酒打了兒媳一拳，誰知道這等家事竟鬧得滿城風雨，現

在逼走了他兒子，他這個「年已老邁」的臣子只得辭官去尋子歸來。 

徐參知正哭得哀哀淒淒，鼻涕眼淚一把，好不淒涼，忽聽一直默不作聲的沈溪石

狀似無意地道了一句——  

「臣不知，天下之大，只有徐參知家中有父子人倫？」 

上頭正被吵得煩躁的趙元益一聽此話，險些笑出聲，忙正了面容，肅聲道：「此

事是徐二郎之過，與徐卿無關，徐卿莫再自責，待虞氏醒來，朕自當還青州虞家

一個公道！」 

沈溪石望著徐參知五味雜陳的臉，心裏暗暗嘲諷，所謂父子親情，在官位面前也

不過是一張沒用的廢紙。 

徐參知待徐二郎如是，而那人對他，大概也是這般想的吧。 

人生在世，熙熙攘攘，竟沒有一樣東西讓他覺得可勝過阿傾，當真是稀罕得緊！ 

 

散朝後，徐參知滿面羞慚地準備從東華門出去，他從政許多年，鮮少有這般豁出

臉皮的時候。 

他在心裏暗暗估摸著他做出這副痛心疾首的老父模樣，陛下那邊約莫是闖過去

了，只是二郎怕是近幾年都不得回京。 

只要二郎不回京，汴京城中那些魯地的官員便不好再咄咄逼人，拿此事大作文章。 

這般想著，徐參知不由掏出絹帕擦了擦額上泌出的汗珠，行動間忽覺背後汗津津

的，原來早已濕透，幸好戴了官帽，在大殿之上尚且看不出來，此時東風吹過，

竟有些冷意。 

他一邊暗暗感慨自己到了參知政事的位置上，還會因這等小事受百官脅迫，在陛

下跟前搖尾乞憐，一邊又想著張老賊一派定然有在此事背後推波助瀾，否則不過

是家事，即便二郎出格了些，至多御史臺上個摺子參一本，提點兩句便過去了，

何以鬧到上聯名書這等嚴重的地步？且那聯名書上所述，雖多浮誇，也偶有內裏

實情，便是這半真半假，也讓他心懷驚懼。 

眼下那幅燙手的畫還沒有找到，許是已經落在了旁人之手。 

先帝和沈婕妤都已離世，當年的內情怕是只有太后、兩位太妃以及沈家知道了。 

好在畫的事，除了二郎和他，便是虞氏知道，這畫丟了，也未必不是好事。 

徐參知正想著，不由走到了東華門外。 

守門的禁軍拿開了杈子放他通行，徐家候著的腳夫抬著棗紅轎子過來。 

他正待上去，眼角忽地瞥到右邊擺著各色吃食的小巷子口，一匹棕色的汗血寶馬



上頭有一個朱裳緋袍的男子背影，心下一突，仔細一望，便見穿著樞密使官服的

沈溪石正騎在馬背上閒閒地摸著馬脖子，眉眼是他從沒有見過的溫和，翩翩如玉

佳公子的模樣。 

似乎世人識得的那個陰鷙、冷漠的沈溪石不過是夢裏的假象。 

徐參知不由駐足，狹長的眼眸冷冷望著馬上的人。 

沈溪石因自幼遭到沈府嫡支的欺壓，又是從不入流的殿侍一步步爬上來的，所以

性子自來像一把嗜血的刀。陛下重用他，也是看出他是一把好刀，而如今在這麻

香、羊羶味、甜酒味混雜的地界看見這把刀刃的身影，徐參知總覺得詭異得不真

實。 

如若他不是和明遠伯相交甚深，只怕這一刻也會以為其實沈溪石是在優渥環境中

長大的世家小郎君。 

裴寂正在對面一個賣烤羊肉的小攤子上精心地挑選著炙白腸、烤腰子。 

小販給他用油紙包好，繫上紅繩子，小廝又從懷裏掏出一個小本子，往前頭的羹

湯攤子走去，那小本子上約莫是記錄著一份清單。 

沈溪石已然注意到徐參知在偷窺他，不只徐參知，今兒個從東華門出來的人，每

一個都要望著他許久，不過他倒不以為意，左右他和阿傾成親的請柬很快便會送

到百官的手上。 

想到昨日握著那雙軟嫩微冷的手，沈溪石心裏從來沒有這般充盈過，第一次發現

汴京城的春季萬花爭妍。 

他自小便知道阿傾嘴饞，要不然第一回見面，也不會流著哈喇子搶了他一條紅薯。 

昨兒個半夜，沈溪石起來囑咐裴寂將先前記有各色吃食的小本子找了出來，在裴

寂疑惑的眼神中道了一句，「到了用得著的時候了。」 

阿傾都給他握手了！ 

徐參知身旁的長隨見他在看著沈溪石，笑道：「屬下剛才聽旁人家的小廝說，沈

樞相和林夫人義女的親事定下了，過幾日便要納吉下聘，這些日子見天地往林府

上去呢。」 

徐參知收回了眼，點了點頭，道：「走吧。」 

他暗自琢磨著，從前的沈溪石是沒有軟肋的人，他不過是庶子出身，一條賤命連

他自己都不當回事，不然不會從殿侍裏熬出頭來，一躍成為現在的樞密使，和他

論資排序起來。 

但是沈溪石卻這般不當心地將他的軟肋示於眾人，日後且有後悔的時候。 

徐家的轎子吱呀吱呀地走了，與此同時，裴寂提著七八樣吃食從巷子裏擠了出

來，往沈溪石這邊過來，興沖沖地道：「爺，買齊了！」 

沈溪石點了點頭，調轉馬頭往林府去，路過御街，看到有賣花的小販用馬頭竹籃

鋪著一溜兒的牡丹芍藥、棠棣香木，微風吹過，竟有萬花爛漫之感，不由勒了馬，

馬蹄兒跟著緩了下來。 

身後跟著的裴寂見狀，立即下去買了一竹籃的花兒。 

見主子目有讚賞，裴寂心頭熱呼呼的，暗道爺現在真是太好伺候了，和個嬌貴的



小娘子一樣，就愛些吃食、鮮花，趕明兒大概要帶他去逛脂粉、首飾鋪子了！ 

 


